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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糖微粉改性技术改善金银花
浸膏粉吸湿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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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借助乳糖微粉改性技术，降低金银花浸膏粉的吸湿性，解决生产过程中金银花浸膏粉易吸

潮、不易存放的问题。方法 以吸湿率为评价指标，优选乳糖种类、药辅比、研磨时间等工艺参数，通过中试放
大验证改性技术对金银花膏粉吸湿性的改善作用。结果 乳糖微粉改性最佳工艺条件为金银花浸膏粉与乳
糖超微粉碎（粉碎 2 min）等比例研磨 3 min，改性物的粒径 d 0.1，d 0.5，d 0.9 分别为 3.412、20.146、76.145 μ6，
乳糖颗粒包覆在金银花浸膏粉表面。结论 乳糖适度微粉化能明显降低金银花浸膏粉的吸湿初速度和吸湿
加速度的绝对值，能显著降低金银花浸膏粉的吸湿性，有效解决生产过程中金银花浸膏粉吸湿性严重的实
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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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被誉为清热解毒良药，应用历史悠久，出

粒径分布
文献标识码: A

效物质基础相对明确，且疗效确切[3]，为临床多种常用

自《本草纲目》，又名忍冬、双花等，刚开花时是白色，

疾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的作用，故素有“中药抗生素”

后转为黄色，故称为金银花，主要产于河南、山东、广

之称[4]。

西、湖南、广东等地。其为忍冬科植物忍冬 Lonicera

本文中研究的金银花浸膏粉是金银花药材经过

japonica Thunb. 的 干 燥 花 蕾 或 带 初 开 的 花 ，性 寒 、味

50% 乙醇提取，减压浓缩、低温干燥后，经粉碎得到的

用于痈肿疔疮，喉痹、丹毒、热毒血痢、风热感冒、湿病

果表明，具有抗病原微生物、抗炎、解热、降血脂、增强

发热等症。金银花的主要有效成分为有机酸类、黄酮

机体免疫力等作用。但其在一定湿度环境下易吸潮、

甘、入胃经、心、肺，具有清热解毒、疏散风寒的功效，

[1]

黄棕色粉末。本金银花浸膏粉，经现代药理学研究结

类化合物、三萜皂苷类及挥发油等 ，其中有机酸类化

结块，易造成水分指标不达标，并影响粉末的流动性，

合物，如咖啡酸、棕榈酸、绿原酸等，具有抗病毒、保肝

给后续的成型及储存造成了许多问题，严重影响制剂

养肝、抗菌、降血脂等临床作用；其中黄酮类化合物，

的质量稳定性[5]。有文献报道可通过纯化中药浸膏粉

如金丝桃苷和木犀草素等，在防癌、抗癌、心血管系统

的工艺，去除杂质，提高有效成分的纯度，方能有效降

疾病、抗菌、抗炎、抗病毒和调理内分泌系统等方面具

低浸膏粉的吸湿率[6]；也可通过加入吸湿性较低的辅

有较好的治疗作用[2]；其中三萜皂苷类化合物，如三萜

料，降低中药浸膏粉的吸湿率，如可将辅料与中药浸

皂苷和双咖啡酰基奎尼酸酯化合物，则具有保肝、护

膏粉直接物理混合，也可用辅料包覆中药浸膏粉或将

肝等作用；其中挥发油则存在于金银花的茎、根、叶、

中药浸膏粉喷雾微囊化等方式，都能有效降低中药浸

花中，具有良好的疏风散热的临床疗效。金银花的药

膏粉的吸湿性[6]。故本文将经过优选得到的吸湿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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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低的乳糖，与金银花浸膏粉通过研磨改性技术，达到
了降低其吸湿性的目的，为其后续成型工艺研究提供

组别

技术支持，并为金银花浸膏粉的抗吸湿研究提供一种

金银花浸膏粉

有效的解决方法。

乳糖原料

1

乳糖 A1
乳糖 A2

材料
Winner2308 激光粒度分析仪（济南微纳颗粒仪器

股份技术有限公司），SYFM-8II 型振动式药物超微粉

乳糖 A3
乳糖 A4

原、辅料的粒径及吸湿率的测定
D0.1/.1

D0.5/.5

D0.9/.9

吸湿率/%

22.568

110.102

450.130

21.4530 及吸湿

5.213

26.456

102.364

0.02364 及吸

11.245
4.780
4.023
4.131

42.356
23.142
19.014
19.432

114.512
90.163
79.712
73.345

0.02512 及吸
0.03634 及吸
0.05124 及吸
0.04454 及吸

碎机（济南松岳机器有限责任公司），ME204 电子分析

天平（瑞士梅特勒-托利多科学仪器有限公司），100L
多功能提取罐（江苏沙家浜化工设备有限公司），50L
旋转蒸发仪（上海申生科技有限公司）、板式干燥箱
（杭州三特医药化工设备有限公司），万能粉碎机（江
苏瑰宝集团有限公司），金银花浸膏粉（自制，金银花

加 50% 乙醇，回流提取 2 次，滤过，合并滤液，适宜浓度

减压干燥至相对密度约为 1.20，进行减压干燥后粉碎
即得），乳糖（a-水乳糖，型号:InhaLac70，投入振动磨

中分别超微粉碎 1,2,3,4 min，振动磨参数均为介质填
充率 80%，柱状不锈钢介质，振幅 5.5 min[7]；制得的 4 种
乳糖微粉 A1，A2，A3，A4），试剂均为分析纯。
2
2.1

图1

从表 1 中吸湿性的结果可知，金银花浸膏粉在测定条

件下的吸湿性极强，而乳糖原料和乳糖 A1、乳糖 A2、
乳糖 A3、乳糖 A4 在测定条件下吸湿性未出现显著性
变化，说明乳糖微粉化后为对吸湿性造成影响。为

方法与结果
吸湿速率的测定方法[8]
取适量待测品置于已恒重的称量瓶中，于干燥器

中脱湿 48 h，取出，精密称定重量，置于 25℃，相对湿度

75% 的过饱和氯化钠溶液中,分别于 2、4、8、12、24、48、
72、96 h 取出，称定重量，计算吸湿率。

吸 湿 率 =（吸 湿 后 重 量 -吸 湿 前 重 量）/吸 湿 前 重

此，本文将引用乳糖微粉技术来解决金银花浸膏粉吸
湿严重的实际生产问题[7]。
2.3

2.3.1

采用数学模型对实验数据拟合，得到吸湿方程、

相关系数 R2，并对吸湿方程进行求导处理，得吸湿速
率方程、吸湿加速度和吸湿初速度[9]。
原、辅料粒径及吸湿率测定

取金银花浸膏粉与不同粒径的乳糖各 3 份，分别

测定其粒径及 96h 后的平均吸湿率，结果见表 1。

根据表 1 中粒径的结果可知，金银花浸膏粉的粒

径大于乳糖原料、乳糖 A1、乳糖 A2、乳糖 A3、乳糖 A4；
乳糖原料随着超微粉碎时间的延长，粒径呈逐渐降低
趋势，当超微粉碎时间到 3-4 min 时，D0.1 与 D0.5 有所增

大，但 D0.9 却在减小，说明乳糖经超微粉碎后整体粒径

在减小，但由于微粉后表面积增大出现了团聚现象。

研磨改性工艺对金银花浸膏粉吸湿速率的影响
乳糖类型的考察

按 1∶1[8] 分别称取金银花浸膏粉与不同粒径的乳

糖，按同一研磨方向研磨 3 min；肉眼观察金银花浸膏
粉与乳糖的研磨改性物颜色均一，即得改性物。

采用过筛混合[8]将金银花浸膏粉∶乳糖（1∶1）置于

量×100%。

2.2

金银花浸膏粉、物理混合物及各改性物的吸湿曲线

药典筛中，反复过筛至颜色均一为止。参照 2.1 项下

方法测定吸湿率，结果见图 1。在测定条件下金银花

浸膏粉的吸湿性极强，与乳糖过筛混合后吸湿性有所

降低；在测定条件下，金银花浸膏粉与乳糖 A1、A2、
A3、A4 研磨改性后，各改性物组与金银花浸膏粉相比
吸湿率均明显降低。根据图 1 吸湿曲线结果可知，金
银花浸膏粉与乳糖 A2 研磨改性后的吸湿率最低，故
选择乳糖 A2 为改性剂。
2.3.2

金银花浸膏粉与乳糖比例的考察[8]

分别将金银花浸膏粉和乳糖 A2 按此比例（4∶1，

2∶1，1∶1，1∶2，1∶4）混合，将乳糖置于研钵底部，再加

入对应量的金银花浸膏粉，沿同一方向研磨约 3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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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磨改性，研磨时间为 3 min。

分别取 3 批同等重量的金银花投入 100 L 提取罐

中，加入一定量 50% 的乙醇，提取 2 次，合并提取液；将

提取液置于 50 L 旋转蒸发仪中减压浓缩，得一定密度
的浓缩液；将浓缩液置于板式减压干燥箱中干燥；待

干燥完全后，将干膏粉进行粉碎，即得 3 批金银花浸膏
粉（编号为 B1、B2、B3），备用；
图2

分别取 B1、B2、B3 浸膏粉各 1 kg，并分别与乳糖

不同研磨比例组的吸湿曲线

A2 按 1∶1 研磨，将乳糖平铺于研钵底部，加入金银花

得 5 种金银花浸膏研磨改性物。参照 2.1 项下方法测

浸膏粉，研磨时间为 3 min，分别编号为 BI、BII、BIII,

定吸湿率，结果见图 2。当金银花浸膏粉与乳糖 A2 比

例达到 1∶4 时，吸湿率最小；在制剂成型工艺研究中，
若辅料量加入过大，若采用干法制粒则造成干粉太

备用。

分别对比 3 批金银花浸膏粉研磨改性物与 3 批金

银花浸膏粉的吸湿率，按照数学模型拟合得吸湿方

多，需反复制粒，收率较差；若采用湿法制粒则粘性较

程，相对系数 R2、吸湿速率方程、吸湿加速度、吸湿初

低，难以成型；故综合考虑后续制剂的成型工艺及成
本因素，故将金银花浸膏粉与乳糖的混合比例确定

速度，结果见表 4、5、6 及图 3。

2.3.3

值低于 B1，BI 的吸湿初速度绝对值明显低于 B1；BII

根据表 4、5、6 的结果可知，BI 的吸湿加速度绝对

为 1∶1。

研磨时间的考察[8]

的吸湿加速度绝对值低于 B2，BII 的吸湿初速度绝对

取适量乳糖 A2 加入等量的金银花浸膏粉，分别

值明显低于 B2；BIII 的吸湿加速度绝对值低于 B3，BIII

沿同一方向研磨约 1，3，5，7 min，分别得到金银花浸膏

的吸湿初速度绝对值明显低于 B3。结合图 3 吸湿率

粉不同的改性物，按 2.1 项下方法测定吸湿率。结果

表明金银花浸膏粉不同改性物的吸湿率无明显差别，
说明研磨时间对吸湿性无显著性的影响。当研磨时

间 为 1 min 时 ，色 泽 不 均 匀 ；当 研 磨 时 间 ≥3 min 时 ，

的结果可知，金银花研磨改性物的吸湿率明显低于金
银花浸膏粉，且 3 批的试验结果及吸湿率趋势一致，说
明工艺稳定可行。

肉眼观察可得色泽均匀的改性物，故确定研磨时间为

2.4.1

2.4

性物分别置于 25 改，湿度分别为 33%，43.2%，57.7%，

将 3 批金银花浸膏粉及 3 批金银花浸膏粉研磨改

3 min。

中试生产工艺验证

根据上述单因素考察结果，确定金银花浸膏粉研

磨改性物的最佳工艺为金银花浸膏粉与乳糖 A2 按 1∶
表4
组别

吸湿方程

B1

Y = -0.0027X2 + 0.4147X + 5.9854

BI

Y = -0.0012X + 0.1812X + 2.8160
2

表5
组别

吸湿方程

B2

Y = -0.0027X2 + 0.4198X + 5.7464

BII

Y = -0.0012X + 0.1775X + 2.9831
2

表6
组别

吸湿方程

B3

Y = -0.0029X2 + 0.4267X + 5.6882

BIII

3

Y = -0.0012X + 0.1797X + 3.1073
2

临界相对湿度的测定

75.3%，84.3%，93.6% 的环境中，放置 7 d 后取出，照 2.1
项下方法测定吸湿率，结果见图 4。

B1 批金银花浸膏粉与研磨改性物的吸湿方程
R2

0.9877
0.9684

吸湿速率方程
Y = -0.0054X + 0.4147

吸湿加速度/（g/h2）

吸湿初速度（g·h-1）

-0.0024

0.1812

-0.0054

0.4147

吸湿加速度/（g/h2）

吸湿初速度（g·h-1）

-0.0012

0.1775

Y = -0.0024X + 0.1812

B2 批金银花浸膏粉与研磨改性物的吸湿方程
R2

0.9836
0.9618

吸湿速率方程
Y = -0.0055X + 0.4198

-0.0054

0.4198

吸湿加速度/（g/h2）

吸湿初速度（g·h-1）

-0.0024

0.1797

Y = -0.0024X + 0.1775

B3 批金银花浸膏粉与研磨改性物的吸湿方程
R2

0.9817
0.9562

吸湿速率方程
Y = -0.0058X + 0.4267
Y = -0.0012X + 0.1797

-0.0058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0.4267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中药研究

图3

图4

3 批金银花浸膏及 3 批研磨改性物的吸湿曲线

3 批金银花浸膏粉及 3 批研磨改性物的临界相对湿度

根据图 4 结果可知，3 批金银花浸膏粉 B1、B2、B3

表7

性物 BI、BII、BIII 的临界相对湿度约为 74%，故研磨改

B1

22.568

110.102

450.130

3.883

B2

23.023

111.003

452.276

3.867

B3

22.895

109.998

451.253

乳糖 A2

4.780

23.142

90.163

的临界相对湿度约为 62%，3 批金银花浸膏粉研磨改
性可明显改善金银花浸膏粉的临界相对湿度。
2.4.2

粒径分布考察
应用 Winner2308 激光粒度分析仪对 B1、BI、B2、

BII、B3、BIII 及乳糖 A2 进行粒径测定，结果见表 7。

D0.5 称为“中位粒径”或者“中心粒径”，通常用它来

表示该颗粒群的颗粒大小。根据表 7 中 D0.5 的值结果
可知，B1 粒径明显大于 BI，B2 粒径明显大于 BII，B3 粒

径明显大于 BIII,说明研磨改性可使金银花浸膏粉中
的颗粒变小；而从表 7 中粒径分布结果可知，B1 值稍
大于 BI 值，B2 值稍大于 BII，B3 值稍大于 BIII 值,但无

显著性差异，故金银花浸膏粉和金银花浸膏粉研磨改
性物的粒径分布一致，说明研磨改性对其粒径分布无

BI

BII
BIII

D0.1/.1

3.412
3.845
3.213

D0.5/.5

20.146
19.986
20.032

D0.9/.9

粒径分布

76.145

3.610

77.124
75.234

3.667
3.894
3.595
3.690

分子化学结构中羟基结合造成的，影响了后续制剂的
稳定性。由于中药浸膏粉化学成分复杂，多包含有树
胶、鞣质、糖类等成分，且引起吸湿的成分难以确定[11]。
为此，我们能通过物理、化学或机械的方法和工艺[12]，
有目的的对中药浸膏粉的粒子表面进行适当的处理
和修饰，有效改善粒子表面的物理或化学性质[13]，降低
中药浸膏粉的引湿性，达到有效的防潮效果。

金银花浸膏粉经 50% 乙醇提取后，其含有糖分、

显著性影响。
3

样品

3 批金银花浸膏粉及研磨改性物粒径和粒径分布

有机酸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等成分。其经过与超微

讨论

粉碎的乳糖研磨改性后，吸湿加速度、吸湿初速度的

吸湿性是影响中药制剂及中间体（如浸膏、颗粒）
成型工艺、制剂产品质量稳定性的重要物理特征之
[10]

一 ，且降低中药浸膏粉吸湿性是保证后续制剂质量
稳定的必要措施。中药浸膏粉易吸潮、结块，分析原
因可能是其化学结构中存在某些极性基团，容易与水

绝对值明显低于金银花浸膏粉；且金银花浸膏粉的临

界相对湿度约为 62%，而金银花浸膏粉与超微粉碎的
乳糖研磨改性后，其临界相对湿度约为 74%，说明经

乳糖研磨后，改变了金银花浸膏粉表面的物理或化学
性质，故临界相对湿度得到提高，吸湿性得到降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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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花浸膏粉吸潮可能是其中的某些化学成分中的极性

表面仍有较多孔隙，则与环境接触的表面积相应增

基团与水分子的羟基结合，形成了液体桥。而乳糖经

大，故吸湿性增强[8]。根据实验结果可知研磨改性后

微粉后，粒径变小，与金银花浸膏粉一块研磨会覆盖在

的金银花浸膏粉仍存在一定的吸湿性，由此可通过后

[8]

其表面，阻断了液体桥的形成，从而降低了吸湿性 。
在研磨过程中存在的机械力，以及研磨的强度、

续的成型工艺研究，适当降低粉末中粒子的表面积，
有效改善制剂的吸湿性。

研磨的时间均与乳糖的粒径存在复杂的关系。故随

本文通过应用超微粉碎后的乳糖，与金银花浸膏

着乳糖超微粉碎时间的延长，乳糖 A2、A3、A4 的吸湿

粉研磨改性后，能适当降低了金银花浸膏粉的吸湿

性逐渐升高，分析原因可能是乳糖粒径越小，则粒子

性，从而解决金银花浸膏粉在生产实际中的吸潮问

的表面积增大，两粒子之间的接触面积则增大，故越

题，并为中药浸膏粉的在生产制备过程中出现的吸潮

易聚合形成较大乳糖粒子。当包覆金银花浸膏粉时，

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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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udy on Improvement of Hygroscopic Properties of Honeysuckle Extract
Power by Lactose Micropowder Modification
Wei Yingchun1,2, Yan Ming1,2, Jia Yinzhi1,2, Yang Xufang1,2, Wu Yun1,2, Xiao Wei1,2
(1. Jiangsu Kanion pharmaceutical Co., Ltd., Lianyungang 222047,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New-tech for Chinese Medicine Pharmaceutical Process, Lianyungang 222047,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With the help of lactose micropowder modification technology to reduce the hygroscopicity of

honeysuckle extract powder. It is solved the problem that honeysuckle extract powder is easy to absorb moisture and is

difficult to store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Methods The moisture absorption rate was taken as the evaluation index. And
the technological parameters such as lactose type, drug proportion and grinding time were optimized. Modification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hygroscopicity of flos lonicerae powder was verified by pilot scale validation. Results
Optimal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of lactose micropowder grinding modification to decrease hygroscopicity of honeysuckle

extract powder were as follows: Honeysuckle extract powder-lactose micropowder (crushed 2 min) of 1∶1, grinding time

of 3 min. Particle sizes d0.1, d0.5 and d0.9 of modifier were 3.412, 20.146, 76.145 μm respectively. Surface of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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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eysuckle extract powder was coated by lactose micropowder particles. Conclusion Available micronizing lactose can
significantly decrease absolute values of initial velocity and acceleration of moisture absorption of honeysuckle extract

powder for reducing its hygroscopicity. It is effectively solved to the problem of serious hygroscopicity of honeysuckle
extract powder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Keywords: Honey suckle extract power, Lactosemicro powder, Grinding modification, Hygroscopicity,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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